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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專⼼心倚靠你的，你必保護他
⼀一切平安，因為他倚靠你。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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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賽亞書 26:3 (聖經新譯本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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聚會地點 更改 通知 : 新地址
Hills Christian Alliance Church 山區宣 道會

2018 主題：

主內弟兄姊妹、各位團友：

亂世中的平安

在主裡向你們問安!
母親節特別團契聚會

點

2018年第二次聚會詳情如下，敬請留意：

會

地

團契聚會

聚

日期：2018 年 3 月 17 日(星期六)

注

請

主題：小組分享 (備 粵語/國語傳譯)

意：

新

時間：下午二時三十分聚會 (附設托兒服務)

日期：2018 年 4 月 28 日 (星期六)
時間：6:00pm – 9:00pm (附設托兒服務)
內容： 晚餐、見證分享、詩歌 等 地點：待定
節目豐富，請從速 與 Lu Jun 查詢報名
查詢聯絡: 0421 590 559
收費：免費＊
參與：請攜帶一碟食物與人分享＊

內容：分享、見證、詩歌、生日會 及 茶點等
地點：山區宣道 會 Hills Alliance Christian Church

代禱及報告
(電話：0421 590 559)
請前往 樓上

請為即將三月份聚會，聚會準備、安排、弟兄
姊 妹和 團友 的參 與 禱告 。

聚會

敬請團友準時出席，歡迎傷健人士及其家人參
加，並誠意邀請主内弟兄姊妹出席，共頌主恩！
分享主愛！祝主恩滿溢！

家福團契顧問暨委員敬約
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
☞逢每月的第三個星期五上午十時至十二時半會有家長
支持小組(雙月)及查經班(單月)；歡迎家中有自閉症或智
障等的孩子的家長參加。如想參加，請先致電顧唐儀貞
(Irene)師母查詢。移民中心聯絡電話：(02)97848137。
☞逢星期三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，本團契在 Campsie 移
民中心為弱能人士提供有關的社區服務及社會福利資料，
並提供轉介及協助聯絡。現時有關服務由顧唐儀貞(Irene)
師母負責。移民中心聯絡電話：(02)97848137。

家福團契 誠意邀請 您 參加
家福事 工 團隊 行列
成為 義工: 探 訪, 接 送 , 文 字工 作
有意 參加者 請 電郵 至

info@gff.org.au

請繼續為我們長期的聚會場地來禱告，求神賜
合 適的 場地 予我 們 。
爲推廣家福的事工禱告，求主賜我們有智慧及
策略向各華人教會介紹家福事工，使更多傷健
人士及其家庭認識基督，並有效的幫助傷健人
士 及其 家庭 融入 教 會 生 活。
請爲有不同需要的肢體禱告，求神安慰及醫
治，並賜他們有平安，有力量，在患難中緊緊
依 靠主 。感 動更 多 弟兄 姐妹 去 關心 他們 。
為 到所 有的 G FF 的 志願 者和 成員 祈 求，求 主看
顧 他們 的健 康和 不 同的 健康 需 要。
為 我們 在 2 01 8 年 舉 辦的 營會 禱告，求神 賜我 們
核心小組同工有能力，有智慧去安排這樣一個
活動，並藉這樣一個活動把福音傳出去，讓更
多 的人 來歸 向主 。
團契聚會時間為單月第三個星期六下午二時三
十分， 請各團友預留 時間，準時出 席。

2018 聚會 (四月至六月份)
28/4 (週六) 6:00pm 母親節特別聚餐聚會
19/5 (週六) 2:30pm 五月單月聚會
及 會員週年大會 AGM

神保守十分平安 (賽 26:1-8)
聖經中最豐盛的應許是：「神必保守我們⼗十分平安」
(26:3)。但是，這是⼀一個有條件的應許；唯有當我們堅
⼼心倚賴神時。我已經活到這把年紀，⾜足以証實，凡堅⼼心
倚賴神的⼈人，就能享受主賜的⼗十分平安。
彼得定睛在神⾝身上，從⽔水⾯面上⾛走到耶穌那裏去。然後，
突然間他的⼼心離開了耶穌，他轉⽽而看周圍的⾵風浪，就因
為他沒有堅⼼心倚賴神，所以開始往⽔水裏沉。其實你都可
以証實⼀一件事，就是如果明天早上，你起床後，失去了
平安及平靜，我向你保証，那是因為你的⼼心已經離開了
神。將你的⼼心定睛在主⾝身上，平安就會回來。
平安對現代⼈人很重要，因為我們是⽣生活在⼀一動盪不安，
⾮非常不穩定的社會。現代⼈人內⼼心有很多焦慮，因為你知
道，明天未必會⽐比今天好。你可能會突然遇到疾病的煎
熬，環境的逼迫，經濟的困難，坎坷的⼈人⽣生；還有，你
⼜又有可能會被⼈人誤會，不能解釋；溫溫暖暖的家庭，忽
然⼈人⼈人變得冷若冰霜；如⽇日中天的事業，忽然危機四伏；
⾟辛⾟辛苦苦讀完書，但找不到理想的⼯工作。我們要為年⽼老
的⽗父⺟母担憂，也要為未成熟的⼦子⼥女擔憂。就算我們個⼈人
沒有問題，我們的社會，國家，教會，甚⾄至整個世界，
仍然是充滿了問題。⼀一次的⾦金融⾵風暴；便⾜足夠叫全球⼤大
部份的⼈人，都要⿑齊⿑齊過緊縮的⽇日⼦子。還有，打開報紙，
你會⾒見到世界各地不斷發⽣生很多駭⼈人聽聞的意發事件。
所以我們會無奈地問，
「平安何處尋？何處是樂⼟土？」 怪
不得以賽亞書 26:3 節是很多⼈人喜歡的⼀一節⾦金句：「堅⼼心
倚賴神的，神必保守他⼗十分平安，因為他倚靠你。」這
個奇妙的應許是在以⾊色列歷史中最⿊黑暗的時期發出的，
所以當我們被憂鬱與沮喪籠罩，並經常被懷疑，恐懼及
憂慮這三⼤大敵⼈人所威脅時，這個應許對我們就有很特別
的幫助，當事事順利，天⾊色明朗，我們容易很膚淺地閱
讀這節經⽂文；但嘗試煉，失望，恐懼和擔憂的密雲飄進
我們⼼心靈的天空，⽽而太陽⼜又躲藏起來時，這節經⽂文對我
們就會變得⾮非常的寶貴！ 雖然聖經沒有應許過我們可以
免除煩惱，但有⼀一樣東⻄西遠⽐比免除煩惱更好的；那就是
在煩惱中，能得享平安的應許。
若我們沒有內在的平安，那免除煩惱對我們⼜又有甚麼
益處呢？但是，⾮非常奇妙的，那些信靠主耶穌的⼈人的⼼心
靈，在動盪不安的環境中，在狂⾵風暴⾬雨之時，在我們內
⼼心充滿⽭矛盾爭戰之時，都能經歷神所賜的內在的平安，
⼀一種深沉的平靜和⼀一種安定的信⼼心；這就是神所賜的完
全的平安。 但神會保守甚麼⼈人得享這完全的平安？聖經
話，是：
1. 堅⼼心倚賴神的⼈人；
2. 倚靠神的。
這兩句都表⽰示信⼼心，但⼀一個是指頭腦，另⼀一個是指⼼心。
我們⽤用頭腦來相信，⽤用我們的⼼心來信靠；⽤用我們的頭腦
相信神是平安的始創者，是平安的賜與者；⽽而⽤用⼼心來信
靠神會賜與祂所應許的。
總括來說：完全的平安是主⾃自⼰己在我們裏⾯面，它不是
⼀一個經驗，⼀一項教義，⼀一樣東⻄西，⽽而是主⾃自⼰己。換句話
說，當我們堅⼼心倚賴那和華，我們的⼼心便充滿完全的祝
福，那時，亦唯有在那時，我們才會找到他所應許的：

李智峰牧師
「完全的平安和安息」。 這是神給他的兒⼥女們的⼀一個美
好的應許，是使我們⾮非常得幫助的⼀一節經⽂文。
很多宣教⼠士離鄉別井，離開他們所愛的家⼈人和故⼟土，
放棄舒適的環境，到窮困的國家，所以他們是⾮非常喜歡
這節經⽂文的，因為這節經⽂文給他們帶來盼望，能⼒力和⼼心
中的平安。在困難和不穩定的環境中，這是個美好的應
許。不少信徒在⾯面對疾病和⾁肉體痛苦的時候，向神⽀支取
這個應許。這個應許是今天的⼈人最需要的。這個應許說，
你可以擁有這個平安，「堅⼼心倚賴神的，神必保守他⼗十
分平安」。
我們看看四週圍；你就知道，很多⼈人是缺少了這個應
許裏⾯面所說的平安。在國際上，社會上是這樣，在家庭
中也是這樣。在⽣生活的各個層⾯面，你都會發現這個世界
到處都缺乏平安，到處都是充滿著憂慮，煩燥，恐懼和
懷疑。神並不要他的兒⼥女⽣生活在這種情況之中，所以賜
下這個應許作為他們的解毒劑。根據調查報告，現代⼈人
的快樂指數是不斷地下降，但這個美好的應許，保証基
督徒在任何環境，任何地⽅方，任何情況下都會快樂。所
以有⼈人話，賽 26:3 節是⼈人得勝和喜樂的定律。
你看那向⽇日葵，睛天陽光下會向著太陽，但就算是在
烏雲密佈的時候，那些花仍然會朝著太陽的⽅方向。我們
的信⼼心要像向⽇日葵⼀一樣，定睛在主耶穌⾝身上；你看船在
暴⾵風⾬雨中，船員會將錨拋下在海底，有兩個⺫⽬目的：⼀一是
防⽌止船隨⾵風浪漂移⽽而撞到岸邊的⽯石頭；⼆二是在⾵風浪中，
可以使⾼高⾼高的船頭⾃自然地⾯面對著⾵風浪來襲的⽅方向，避免
出現海浪從側⾯面翻過船⾝身⽽而擁⼊入船中的情況。同樣，當
我們將靈魂的錨， 鎖定在主耶穌⾝身上的時候，我們就可
以避免撞擊到那些沮喪的岩⽯石，不讓災難的波浪淹沒我
們。只有在耶穌基督裏，我們才能有這樣的確據和保証，
那就是在⾵風浪中我們仍有平安。
平安的源頭是單單信靠神。信靠主的⼈人，會有從無限
源頭⽽而來的這種平安，⽽而源頭是在神裏⾯面。 請注意這裏
有⼀一個很重要的應許，就是神要「保守」他的兒⼥女⼗十分
平安。保守(Keep) 有繼續保有的意思，不是今天擁有這
個平安，明天便不翼⽽而飛。這個平安也不是依靠環境狀
況⽽而定；它是⼀一種持續的，恆久的，不改變的平安。這
種平安⾜足以讓每⼀一個基督徒向快樂的敵⼈人，發出挑戰⽽而
且得勝有餘。這個世界企圖將我們⼼心中的平安奪去，但
我們靠主的保守，就能得勝有餘，繼續保有這種平安。
這種平安是由信靠神⽽而來的。腓⽴立⽐比書 4:6-7 說：「應
當⼀一無掛慮，只要凡事藉著禱告，祈求和感謝，將你們
所要的告訴神。神所賜出⼈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穌
裏保守你們的⼼心懷意念。」 《 完 》
如對家福團契事工有感動請用劃線支票, 匯票, 或本票,
抬頭請寫 Gospel Fellowship of Families,
P. O. Box 2661, Carlingford, NSW 2118 或
直接存款入 GFF 在 St. George Bank 户口,
BSB 112-879 Account: 448 749 917
(如需收據, 請寄銀行存根并寫回郵地址)
願主親自報答你們的愛心奉獻

